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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浦东 55
个小学生爱心暑托班顺利开班，4000多名

小学生将在这里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浦东小学生爱心暑托班项目由团区

委、区教育局等单位联合承办，今年服

务小学生 4000 余人，招募志愿者近 1000
人。小学生爱心暑托班项目已连续 6 年

被列为市政府实事项目，同时今年也是

区政府实事项目。今年，爱心暑托班开

办 55 个班，相比去年增加 10%，街镇覆

盖率为 100%，将在 7 月—8 月连续推进，

开放时间为 7 周（工作日全天），共 2
期。

开班前期，团区委、区教育局等相关

单位组成巡查组，对各办班点场地设施、

用餐卫生、办班筹备等进行安全性评估，

杜绝一切安全隐患。

开班第一天，55 个办班点第一课统

一教授安全自护与垃圾分类课程，让孩

子们掌握自救自护安全知识，了解干垃

圾、湿垃圾、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四种垃

圾的分类，进一步树立环境保护理念，增

强自我保护意识。昨天上午，设在孙桥

小学的张江镇办班点迎来了 30多名一二

年级的小学生。“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是

双职工，暑期子女看护是一大难题，所以

爱心暑托班推出线上线下报名时，家长

的热情高涨。”张江镇爱心暑托班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

其实，除了解决孩子暑期没人管的问

题外，爱心暑托班还能把孩子“管好”。因

为暑托班的课程丰富，80多节市、区级公

益课程菜单将推荐配送到各街镇，内容包

含引入社区少工委、垃圾分类、安全自护、

美丽家园、人工智能、才艺养成等课程，特

色课程所占比重较去年进一步增加，达到

整个办班课程的三分之一。

比如，张江镇设在孙桥社区“家门口”

服务综合园的办班点就聚焦科创主题，准

备了思维训练及趣味数学、创“翼”科技小

课堂——纸飞机等课程。“我们针对垃圾

分类设计了电脑编程课程，即使是零基础

的孩子也可以组队编程，研发垃圾分类

小游戏。”该办班点课程提供方、德国科

学魔方负责人林安都介绍说。记者发

现，这一特点也反映出爱心暑托班活动

的发展层次，即从最为基本的学生暑期

托管到作业辅导与兴趣拓展，进而到学生

综合素养发展。

今年，团区委牵头形成了一系列的安

全保障措施：一是形成“一点一方案”，制

定一整套包括应急预案、安全管理规定、

安全巡查记录等在内的办班工作手册，形

成“一点一册”台账资料；二是安全制度上

墙，主动将工作人员信息、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等公开上墙，让安全管理成文可依、

随时可查；三是配备小学生安全套装，为

每名小学生配备遮阳帽、手腕毛巾、电风

扇等防暑安全套装，让暑托班的小学生们

度过一个快乐、健康的暑假。

本报讯（记者 王延）作为上海最重

要的科普教育基地和休闲旅游基地之一，

上海科技馆日前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暑

期科普教育项目——“巴斯夫小小化学

家”。该科普教育项目将在 7月 3日至 11
日期间为 6至 12岁儿童带来安全有趣的

实验。

据介绍，今年巴斯夫结合“环境保

护”和“儿童身体健康”的社会问题，着重

开展两大互动性科学实验：奇妙的聚宝

盆和聪明的美食家。尤其是上海作为实

行垃圾分类的主要城市，随着垃圾分类

政策的推行，人们对“资源分类”有了深

入了解，巴斯夫推出的“奇妙的聚宝盆”

活动，不仅刷新了观众对塑料等可持续

资源分类的认识，还激发了大众对“环境

保护”的兴趣。

为了庆祝元素周期表诞生 150周年，

作为化工业巨头的巴斯夫还专门在上海

科技馆开辟了“元素之旅”体验区，鼓励观

众探索与发现化学元素背后的科学故事。

巴斯夫全球副总裁、负责上海浦东

科技创新园基地营运与管理的刘国平表

示，“通过做实验来进行自由探索，激发

年轻一代对于化学学习的热情，这也是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活动一直秉承的理

念。”

上海科技馆副馆长缪文靖表示：“每

年暑期，科技馆都会举办巴斯夫小小化

学家活动，每一次都会给孩子们和家长

带来耳目一新的独特体验。今年的活动

形式升级、内容优化，将‘环境保护’等

社会热点与科技馆的展览内容相结合，

在培养孩子们的科学探索精神的同时，

传播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上海科技馆将

继续推进项目建设，让更多青少年能够

从中获益。”

据悉，巴斯夫与上海科技馆早在

2005 年即开展相关合作，将小小化学家

活动引入上海。迄今，已有 8 万多名儿

童在上海参与了这一暑期科普教育展

示项目。

本报讯（记者 张敏 通讯员 马晓

杰）13年前的一个深夜，浦东六团地区发

生一起命案，一死一重伤。杀人嫌疑犯当

晚逃离上海后销声匿迹。这起命案让浦

东公安侦查员们仿佛如鲠在喉。近期，在

高科技新侦查手段的支撑下，浦东警方终

于把这起未破命案给“啃”了下来，将逃亡

在外的犯罪嫌疑人王某捉拿归案。

案件侦破陷入僵局

2006 年 11 月 1 日，浦东新区六团地

区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案发后，浦东公

安分局刑侦支队成立专案组开展侦查。

专案组综合运用多种侦查手段，分析案

件，查明了王某持刀将其妻子罗某砍死，

并将其男性朋友玉某砍伤。虽明确了犯

罪嫌疑人，但案发后王某便逃离了现场。

专案组立即深入排摸，张贴发送《警

方协查》，追查嫌疑人的行动轨迹。由于

案发在深夜，现场没有目击者注意到王某

逃离的方向，案发地又存在监控盲点，这

给侦查员们查明嫌疑人的逃离轨迹带来

了一定的难度。虽然侦查多日，仍没有突

破性进展，使得案件陷入了僵局。

新技术打开线索缺口

今年5月，上海市公安局通告了关于

本市命案积案侦破情况，同时响应公安部

党委“命案不破，工作不止，要充分应用已

成熟的各种技术手段，继续开展破积案”

号召，牵头全市刑侦部门进一步加大命案

积案侦查攻坚工作力度。

“一直以来，我们会定期对陈案旧案

进行重新梳理。此次，这起发生在六团

地区的故意杀人案我们认为可以运用现

代刑侦的新技术进行深挖侦破。”浦东公

安分局刑侦支队重案队副队长姚仲昆介

绍。

“当时在案发小屋的窗外，民警取证

了 2 个烟蒂，DNA 鉴定后，证实是王某

的。这一证据一直留存下来。但是当年

技术条件限制，DNA比对点位有限。此

次，我们专门针对这一案件，通过技术手

段在数据库中比对，发现一个名为杨某生

的人有一定嫌疑。”姚仲昆说。

警方调查后发现，2017 年 10 月 13
日，杨某生因嫖娼被武汉警方处以治安拘

留 5日。当时，他留有DNA信息。“虽然

从科学鉴定角度来说，不能认定杨某生就

是王某，但从侦查角度来说，线索已有指

向性。于是，我们开展了针对性工作。”

办案民警推断嫌疑人王某可能已将

身份转变，从而用着新身份在外省开始了

新生活。经过进一步比对后，数据信息印

证了侦查员们的大胆猜想。此“杨某生”

并非真正的杨某生，他盗用了他人身份信

息。

杀人嫌犯武汉落网

2019 年 6 月 10 日，浦东公安分局刑

侦支队民警远赴湖北武汉开展抓捕。“当

时，我们一组 3 人进入王某工作的足浴

店，来接待的就是他本人，自称大堂杨经

理，询问我们是否需要包间。进入包间

后，我们判断具有抓捕条件，便实施抓

捕。一开始，他有反抗，当听到我们是上

海公安，尤其是浦东公安时，他愣住了。”

姚仲昆说。

民警现场询问嫌疑人姓名，他停顿了

数秒，说出了真实姓名。民警随即开展突

击审讯，王某 13年逃亡生涯就此画上了

句号。

经审，王某交代了犯罪经过。1998
年，他来沪打杂工，其间结识了女子罗某，

两人相处了一段时间，并育有一女。然而

一次朋友吃饭让王某怀疑同事玉某和罗

某有不当关系。案发当天，王某原本应该

凌晨下班，然而他始终心绪不宁，于是以

身体不舒服为由请假回家。可是，罗某居

然不在家中。

他怀疑她在同事玉某那儿，于是抄了

把菜刀，骑自行车到玉某家。玉某租住的

是一户1层农舍，他从窗户中看到罗某的

鞋子，听了会儿屋内动静，抽了两根烟后，

提刀踹开房门，对二人连砍数刀。交代过

程中，王某说，“当时很气愤，就想砍死他

们。砍了两人后，感觉砍了很多刀，两个

人也活不了多久。”

王某当晚打车逃离上海，没有与亲友

联系，乘坐大巴躲入河南商城一深山内长

达半个月，而后辗转来到武汉打工至今。

打工期间，他捡到同事杨某生的身份证

没有归还，并制作了虚假身份信息隐匿

起来。

目前，王某因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浦东

警方依法刑事拘留，后续审理与侦办工作

仍在进行中，等待王某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本报讯（记者 严静雯）“家门口”如

何做好生意？不少社区的草根创业者都

想获取成功“秘诀”。近日，从事茶艺和贸

易创业项目的吴瑾就在自己开办的韵茶

坊内得到了专家指导。

这场主题为“家门口生意如何做”的

活动由浦东新区就业促进中心联合三林

镇举办，邀请上海市十佳“创业新秀”、上

海市创业指导专家志愿服务团浦东新区

分团专家叶鹰，浦东新区“家门口”创业服

务志愿者戴炜，讲述他们在“家门口”创业

中获得的成功经验。

在分享会上，创业专家从自己的创业

项目谈起，然后逐步分析项目运营、企业

利润、市场近况，并解读了创业项目如何

在“家门口”服务中拓展发展空间，如何创

新发展模式等问题。从事茶艺和贸易创

业的吴瑾，经营社区音乐教育创业项目的

吴斯颀，曾在日本打工、如今回沪创业的

苏万清，经营机械机电设备创业项目的创

业者潘莉等人分享了各自的创业经历，介

绍自己在创业过程中的心得和创业面临的

困难。两名创业专家用现身说法的方式，

对创业者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提出建设性意

见。“边喝茶边聊天，形式很轻松，内容很丰

富，解了我们创业者的疑惑。”吴瑾说，“希

望这样深入基层的活动多办一些。”

今年5月17日，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新区就业促进中心联合全区街镇

举办“2019年浦东新区家门口创业服务主

题活动”，以“家门口”服务站为载体，以满

足“家门口”创业服务需求为重点，以实现

信息到“家”、精准到“家”、指导到“家”、服

务到“家”、倾听到“家”为要求，为“家门

口”创业者提供具体的创业指导服务。类

似“家门口生意如何做”分享会这样的“点

菜式”服务项目，已经先后在浦兴、周浦、

周家渡、南码头、花木、陆家嘴、三林等街

镇举办了多场。

本报讯（记者 黄静）昨日，城投水务

集团正式启用全新的客服系统。新系统

取代了原有的营业收费系统和热线工单

系统，能够更好地实现信息的协用共享，

更快地响应客户的服务诉求。同时，新系

统还将与上海“一网通办”平台紧密结合，

进一步简化业务流程，为市民带来更优质

的服务感受。

全新账户编号——账户安全等级升

级。市民拿到新的水费账单后会发现，左

上角原来的 9位“销根号”已经升级成为

10 位“账户编号”。小小的一位数字改

动，背后却有大文章，不仅能够大幅提升

账户安全性，而且能够帮助建立和维护复

杂的客户关系模型。今后，市民可以为名

下的多套房产办理账户关联手续，还可以

通过查询账户编码，清楚地看到该账户内

所有用水地址、水费账单等信息。

全新水费账单——水费明细一目了

然。在市民最关心的缴费金额方面，新账

单也更为人性化了。除了当期水费外，市

民还可以在账单上看到本月应缴多少，总

共应缴多少，一目了然，帮助忙碌的上班

族及时了解自己的账户情况，并起到提醒

的作用。

全新结算模式——账户情况实时掌

握。过去，由于第三方支付的局限性，水

费在途时间较长，一旦发生重复缴费，还

得办理退款手续。为此，城投水务集团拓

展了与多家银行及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线

上直联功能，大大缩短了水费在途时间，

有效避免了市民重复缴费。而一旦发生

重复缴纳水费的情况，市民也不用再跑营

业厅办理退款手续了。全新的结算模式

能够将多缴费用自动转入客户账户，用来

抵扣下期水费。

全新热线系统——部分业务直接预

约。不少市民曾反映，在拨打 962740 供

水热线进行报修时，话务员往往只能受

理，而无法确定具体上门时间，只能等待

维修人员或供水服务代表的二次来电。

在新客服系统中，城投水务对这一问题进

行了优化。现在，市民在拨打供水热线

时，话务员可以直接根据后台数据对水表

外移、新表启动等部分业务进行当场预

约，大大缩短了客户的等候时间。

全新业务流程——线上办理化繁为

简。新系统出台后，市民在办理居民一户

多人口、居民合用表、居民过户、水费托收、

单位过户、用水性质变更等业务时，能够享

受到更快捷、更简便的线上服务体验。以

往在营业厅需要2-5个工作日的业务，通

过逐步拓展线上办理、营业厅当场办结，真

正做到“数据多跑腿，用户少跑腿”。

浦东小学生爱心暑托班昨开班
特色课程占比三分之一 包括垃圾分类、安全自护、人工智能等

民警为爱心暑托班的孩子们宣讲安全防护知识。 □徐网林 摄

上海科技馆迎来暑期科普教育项目

“巴斯夫小小化学家”培养儿童探索精神

倾听到“家”信息到“家”指导到“家”

浦东将创业服务送到“家门口”

男子杀人后躲深山换身份逃亡

浦东警方坚持命案必破
13年后重获线索跨省缉凶

城投水务集团启用新客服系统
涉及账户编号、水费账单、热线系统等业务


